2018 年 9-11 月 台/華/青崇/週六成人主日學
台語（10:00-11:00am 週日）
課程名稱

教師

教室

路加福音(上)

周明成/蔡英惠/李啟成/高慶華

118

新約聖經- 啟示錄

許清泉/葉敏明/林淑姿/黃玉清

119B

舊約聖經- 以西結書

黃立四/楊敏如/連憲仁/林贊恩

119D

台語詩班

陳珍如/郭雋律

109A/B

華語青崇（10:00-11:00am 週日）
課程名稱

教師

教室

歸納法查經 – 以弗所書

Felix Chen

119C

聖經好好吃

Blanton Keh

109D/E

華語（11:30am-12:30pm 週日）
課程名稱

教師

教室

基要真理-認識基督教

孫孝齊/張超舜/陳善純
邱志榮/莊光梓

圖書室

使徒行傳與保羅書信

羅惠文

118

華語詩班

王玉文

109A/B

《親密之旅》
情感智慧與自我成長課程

翁瑞瑛/華茵

109D/E

聖經 - 新約 (廣東話)

林德昀

119C

信仰生活操練

吳宏資/吳瓊雄/張朝聲/楊子瑾

109H

耶穌的腳蹤和現代地理
(只上 9 月份)

林雪玉/張雲翔

119E

華語（1:00-2:00pm 週日）
申命記

賴美滿

教師休息室

週六晚崇拜成人主日學（5:00-6:00pm）
課程名稱

教師

教室

琴與爐 - 在敬拜中默想神的話

Jason & Ivy

119B

聖經研讀 - 約翰福音

詹雪貞

119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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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語 【題目】屬天的價值
【經文】太 4:19、13:44-47、28:19 腓 3:13 林前 9:22-23
【講員】高瑩宣教士


本週
堂會
華
講員 高瑩
領詩 麥子
值星 Gloria H
音控 俞杰
招待 如鷹
迎新 郭克倫
主日餐盒服事
週三禱告會/敬拜

下週

台

青崇

週六

華

台

青崇

王炳欽

馮珮

幸福小組 林國亮 林國亮 胡大衛 林國亮

蘇晉立

A/O

幸福小組 生命加倍 吳錫安

POP

週六
約沙法

許承暐 Janet T 幸福小組 Gloria H 許承暐 Jenny L Eric Chu
俞杰

何帆

愛加倍 Team 1 幸福小組
杜月琴

俞杰
如鷹

Daniel

俞杰

愛加倍 Team 2 故鄉情

幸福小組 郭克倫 杜月琴

青崇
謝信生 / 約沙法

故鄉情

青崇
許禎砡 / Katherine

上主日人數及奉獻
崇拜
主日學
禱告會
一般奉獻 $18,223.00
631
162
73
兒童
成人
129
105
感恩
$140.00
兒童
760
267
73
宣教
$831.55
共計
建堂
$100.00 Santa Anita 療養院 51 人 / 長春大學 31 人
尊榮之家福音站 15 人
台中關愛福音站 25 人
聖迦福音站 14 人
總計
$19,294.55 蒙特梭立學校 78 人
代轉：正道神學院$50.00、司馬庫斯合唱團$3,103.00

主日崇拜
09:45-11:00
10:00-10:50
11:00-12:30
11:15-12:30
11:15-12:30
12:30-

華語崇拜（大會堂）
兒童崇拜（2 樓）
英語崇拜（中會堂）
台語崇拜（大會堂）
華語青年崇拜（小會堂）
午餐交誼

主日學

09:20-09:45

11:30-12:30
11:00-12:00
10:00-10:50
10:00-11:00
10:00-11:00

09:15-09:50 (118)

週三禱告會
週六晚崇拜 6:30pm 禱告會

7:30-9:30pm 禱告會 (中會堂 # 115 )
5:00-6:00pm 成人主日學 ( # 119E )

7:00-8:30pm 英文青少年團契 (2 樓)
7:00-8:30pm 華語成人晚崇拜 ( 大會堂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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禱告會

6:15-7:00pm 晚餐交誼 ( # 119 )
7:00-8:50pm 兒童團契 (2 樓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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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禱事項
 為教會禱告： 為 11/2-4 在本教會舉行的「幸福小組」研習
會禱告。求神使用這個研習會讓傳福音的熱誠降臨洛杉磯，讓
主的教會起來完成大使命。「幸福小組」研習會，目前已經
有超過九百人報名，讚美主。請為大會的執行總監、行政人員、
招待等等禱告。 請為「幸福小組」研習會的講員，楊錫儒
牧師、馮珮牧師、高瑩宣教士禱告。 11/2-4 舉辦的「幸福
小組」研習會，由聖迦谷羅省基督教會與洛杉磯台福基督教會
主辦，請為兩個教會能同心同工禱告。 請繼續為本期
ALPHA 的四十餘位 VIP 的得救禱告。為 11/10 的 ALPHA 週
末營禱告。
 為肢體禱告：為肢體欠安的弟兄姊妹，得醫治，健康恢復禱告。
 為世界禱告： 2015 尼泊爾發生規模 7.8 級的地震造成近九
千人喪生。三年後的今天僅有一小部分的房屋與學校重建。為
尼泊爾人的生活能盡快恢復正常，並因此機會聽聞福音。
印度的 Sargara 人嚴格遵守種姓隔離的政策。在印度上層種姓
的人是不會與 Sargara 人來往的，同時那些改信其他信仰的印
度人還會被罰款、排斥。求神興起印度的基督徒向 Sargara 人
傳福音。 請為美國 11/06 的期中選舉禱告。讓合神心意的官
員被選出並通過合神心意的法案。

植堂代禱事項
【聖迦台福教會】
 請為丁長老的新標靶葯化療有效禱告，目前沒有嚴重的副作用，
感謝神。
【尊榮之家台福教會】
 為至少 8 位弟兄姐妹參加幸福小組研習會禱告，求神藉著這樣
的機會興起每一位傳福音的熱情。求神使用尊榮之家的弟兄姊
妹來見證祂。
【台中關愛台福教會】
 教會凃永棠弟兄於 11/5 作小腸置入手術，請為他代禱，求神
完全醫治恢復他的健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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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週 背誦經文


歷代志下 9:22-24
22 所羅門王的財寶與智慧勝過天下的列王。 23 普天下的王都求見
所羅門，要聽 神賜給他智慧的話。 24 他們各帶貢物………，每
年有一定之例。
(讀經記錄
登記表)


全年讀完聖經一遍 進度表

11/04 日

 王下 17、 多 3、 何 10、 詩 129-131

11/05 一

 王下 18、 門 1、 何 11、 詩 132-134

11/06 二

 王下 19、 來 1、 何 12、 詩 135-136

11/07 三

 王下 20、 來 2、 何 13、 詩 137-138

11/08 四

 王下 21、 來 3、 何 14、 詩 139

11/09 五

 王下 22、 來 4、 珥 1、 詩 140-141

11/10 六

 王下 23、 來 5、 珥 2、 詩 142

本週 讀經/靈修進度 – 活潑的生命


日期

經文

11/04 日

代下
07:11-22

11/05 一

08:01-16

11/06 二

08:17-9:12

11/07 三

09:13-31

11/08 四

10:01-11

11/09 五

10:12-19

11/10 六

11:01-12

默想的問題
所羅門王獻殿後神給他他的應許和警戒是什麼？對我
們又有什麼提醒？
所羅門王遵守大衛王所吩咐的事，願意凡事順從神，卻娶了
法老的女兒為妻，違背了神不可娶外邦女子為妻的命令，這
帶來了什麼後果？我們學習到什麼？
示巴女王說：「耶和華你神是應當稱頌的。」她將榮耀歸給
神，認為所羅門是為耶和華做王，秉行公義，我們的是否在
生活中做見證，讓人看見神在我們身上的恩典和作為，將榮
耀歸給神？

普天下的王都求見所羅門，要聽神賜給他智慧的話，
神賜給我什麼恩賜，我可以用來服事神？
對羅波安聽從少年人、不聽從老年人的建議，反應了
什麼？如果是你，你會如何麼建議？
雖然神有定意，但人仍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，羅波安
一意孤行，不像大衛、所羅門尋求耶和華，這給我們
什麼提醒？
羅波安為何放棄要攻打耶羅波安的計畫？我的生活、
說話、行事，有什麼是需要改變、順服神話語的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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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會報告事項
 全教會靈修教材『活潑的生命』：敬請各團契小組代表於本
主日中午 12:30-1:00 到教會辦公室拿取 11 月份的靈修教材。
 兒童事工報告：本主日下午 12:45-2:00 在二樓敬拜教室召開
Awana 老師及助教會議，備有兒童照顧，敬請準時出席參加。
12/2(主日)中午 12:40 在教會前面的停車場，特別邀請 El
Monte Fire Truck 消防隊隊長來分享 - 『如何處理災難緊急狀
況，及如何準備居家的防備措施』。敬請所有家長於中午
12:30 接孩童一起參加。
 姊妹會：將於 11/9 週五上午 10 點在 109A/B 教室聚會，本週
分享「活潑的生命」，歡迎大家一起參加。
 正道神學院主日：院長林國亮牧師將於 11/10(週六)晚崇拜、
11/11(下主日)華語及台語堂證道分享，請弟兄姊妹一起為神學
院的需要代禱及奉獻，奉獻抬頭請寫 LES。
 聖餐及愛心奉獻：於 11/10(週六)及 11/11(下主日)台、華及青
年崇拜中舉行，敬請弟兄姊妹預備心參加。
 會議：小會將於 11/11(下主日)中午 1:30 在 109D/E 教室召開，
敬請所有牧長準時出席參加。
 報告：為製作感恩餐會的播放影片，敬請各團契、小組、部
門於 11/11(下主日)前，提供至少 3 張照片給何帆
hokka@efcla.org，謝謝合作。11/22(週四)感恩節。11/23(週
五)上午迦勒團契、姊妹會、晚上兒童團契、及英文學生團契，
暫停聚會一次。當天教會場地使用及兒童照顧，暫停一次，
敬請留意。11/24(週六晚崇拜)開放 1-5 歲的嬰幼兒照顧。
 感恩節洗禮及獻兒禮：於 11/24 週六晚崇拜及 11/25 主日青崇、
台、華崇拜將舉行洗禮及獻兒禮，請預備接受洗禮及獻兒禮的
弟兄姊妹向區牧- 胡大衛牧師(青崇 ext.20)、黃寶儀牧師(週六
ext.13)、謝信生牧師(華 ext.17)及孫主立傳道(台 ext.14)報名。
 12 月份主日台華語聯合主日學：12/2、16、及 12/30 由活現機
構創辦人和總裁 - 葉顏瑋茵博士，主講：『如何應對事工中的
人際關係衝突』，12/09 劉哲沛律師，主講：『當衝突來臨
時！』。敬請弟兄姊妹預備心參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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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歡慶救主聖誕：將於 12/21 晚上 8 點在教會大堂舉辦聖誕晚
會，敬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邀請慕道朋友參加。12/22(週六)
晚上 7 點於大會堂舉行聖誕夜燭光崇拜(以華、英語進行)，敬
邀弟兄姊妹們踴躍邀請朋友一起來參加。12/23(聖誕主日)上
午 10:30 由兒童、成人詩班及青少年管弦樂團來帶領「神蹟的
邀約」音樂聯合崇拜，敬請弟兄姊妹邀請親朋好友一起來歡慶
救主降生。

其他報告事項
 總會婦女裝備會：於 11/5(週一)上午 10-12 點在教會的詩班教
室(109A/B)舉行，此次邀請鄭恩仁傳道主講：『生命的樂章』
及介紹台福總會，會後正道神學院為感謝婦女會(眾教會)，特
別提供午餐，歡迎參加。
 正道培育中心秋季課程開始受理報名：傲慢與偏見：基督徒心
理輔導的誤失和祝福/唐曾元惠博士 (11/9-11 週末密集班)。保
羅神學/王守仁教授 (12/1-12/9 密集班)。詳細課訊請至
www.Les.edu/LTI，或電洽： (626)571-5111，lti@les.edu。
 南加州台福教會聯合聖誕慶祝會：普天同慶的聖誕節即將到來，
總會婦女會謹訂於 12/8(週六)上午 10 點到中午 12 點在洛福教
會舉行慶祝會，會後敬備午餐，歡迎弟兄姊妹們邀請親朋好友
及慕道朋友預留時間參加，同頌主恩！詳情請上網查閱
http://www.efcwomen.org。

請為中國西南邊區最少聽聞福音群體代禱
在這屬靈氣流不穩定的時刻，許多外來的宣教士不得不陸續
離開工場，在地的弟兄姊妹們需要獨當一面地迎接所有的漩
渦氣流，無論屬靈年齡多少，凡願意反思回應主耶穌的大誡
命和大使命，深信在裡面的比一切在外面的都大，順服聖靈
的帶領就有可能名列天國的英雄榜。神的眼目必不離開敬畏
遵行祂話語的僕人，化整為零地傳福音報喜信及進深培訓的
足跡是何等的美。讓我們為父神心意在這塊土地上得以完成
禱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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